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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首批輝瑞COVI
美首批輝瑞
COVID-19
-19口服藥在家使用
口服藥在家使用
（中央社）輝瑞大藥廠（Pfizer Inc.）今天表
示，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已批准輝瑞
生產的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在家使用，
是全美首個獲核准的家用 COVID-19 治療。
路透社報導，FDA 批准輝瑞生產的 COV祝讀者聖誕節健康快樂。
祝讀者聖誕節健康快樂
。

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口服抗病毒藥物
Paxlovid，可用於在家治療高危險成人病患，以
及 12 歲以上兒童。
輝瑞臨床試驗數據顯示，在預防高危險重症
患者住院和死亡方面，這個口服藥的效力達 90%

。最近實驗室數據顯示，該藥物也對 Omicron 變
異株有效。
但 FDA 強調，這個口服藥應該作為輔助，
而非取代疫苗，疫苗仍是抗疫的首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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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口服藥上市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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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已緊急批准新冠抗病毒藥
丸 molnupitavir 上市 ，可
以治療病毒直接検測為陽
性的成人的輕度至中度冠
狀病毒疾病， 這些成人患
有嚴重 Covid-19 的風險很
高， 此藥丸可以立即降低
風險 ，是對抗病毒之重大
進展。
根據政府之報告，該
藥丸應在確診新冠病毒后
盡快在症狀出現後五天內
食用。
輝瑞公司董事長布尓

勒表示 ，這些突破式的療
法可以顯著減少住院和死
亡。
由于奧米克羅新病毒
之不斷猖狂， 全美醫院正
在為應對新傳染者嚴正以
待， 連續第二個聖誕節，
醫謢人員將要面對更多的
病患。
自二 O 二〇年以來 ，
國會承諾提供近六萬億美
元來抗擊新冠病毒， 并緩
解大瘟疫造成之経濟打擊
。
拜登總統已經宣布將

立即免費發送五億支新冠
病毒測試劑， 他建議國人
在聖誕節家庭集會前應該
做測試以減少傳染。
隨著假期之來臨 ，我
們再次面對疫情之挑戰 ，
在公共交通包括機場在內
， 也面臨更大之壓力 ，到
目前為止， 尚有五千萬人
還未種植疫苗 ，這是最大
的防疫漏洞。
口服藥丸之出現 ，是
個大的轉折點， 也希望能
普及更多地區， 才是救災
救命的根本方法。

FDA Authorizes Second Pill
To Treat Covid-19
Covid-19
sars-cov-2 viral testing and who are
at high risk for progression to severe
Covid-19, including hospitalization
or death. This pill will let people take
it at home before they get sick
enough to be hospitalized.
On Wednesday the FDA authorized
Pfizer’s antiviral pill Paxlovid to
treat Covid-19 high- risk individuals
ages 12 and older with a weight of at
least 88 pounds and who have had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are eligible for
this treatment and will need to have
it prescribed by a doctor.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FDA on Thursday authorized Merck’s
antiviral pill Molnupiravir to treat Covid-19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Covid-19
in adults with positive results of direct

Since 2020, the U.S. Congress has
committed nearly $6 trillion to fight Covid-19
and cushion the economic blow for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

President Biden promised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he is making 500 million
Covid-19 at-home tests available
free-of-charge as people who are finding it
hard to find testing can know whether they
are infecte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As the president said,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the Omicron virus has spread even more
rapidly than anybody thought it would.
Today all of u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what we need to do. We also strongly urge all
those people who haven’t been vaccinated
to please do so as soon as possible. You are
not just protecting yourself, but also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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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16年 芬蘭第5座反應爐機終於運轉

(本報訊)建造 16 年，芬蘭歐基洛托核電廠 3 號機（Olkiluoto
3, OL3 EPR）終於 12 月 21 日正式啟動，是芬蘭 40 年以來，再一
次運轉的新核電機組。基洛托 3 號機是芬蘭全國的第 5 座核反應
爐， 採用 3 代改進型-歐洲壓水反應爐(EPR），功率達到 1650
百萬瓦，躍升為歐洲發電力最強的核電廠，其供電量占到芬蘭

的 14%。
世 界 核 能 新 聞 (World Nuclear
News) 報 導 ， 芬 蘭 電 力 經 營 公 司
TVO( Teollisuuden Voima Oyj) 宣
布：基洛托 3 號機於 2021 年 12 月
21 日凌晨 3 點 22 分達到第一臨界
狀態，功率還會逐步增加。當它
的功率達到啟動發電機的階段，
電力生產將開始，預計將於 2022
年 1 月底達到最低發電功率。」
「這是一個重要時刻，將名留史
冊，它表現了我們對新電廠建造
與運轉的不懈努力。也反映芬蘭
對氣候變遷擔起的負責任做法。
」
擔任基洛托 3 號機設計的法國核
反應爐製造商法馬通(Framatome)
首 席 執 行 官 法 塔 納 (Bernard Fontana)表示： 「該反應爐將提供芬蘭
人們安全、可靠、低碳的電力，未來法馬通將會長期為該機組提
供各種服務，包括燃料供應與例行維護與零件供應等等。」
芬蘭議會是在 2002 年通過第 5 座核反應爐的建造，在當年，
那場表決相當關鍵，因為是歐洲十多年來再一次有建造新核電的
工程。反應爐坐落在歐基洛托核電廠，該電廠先前已有 2 座功率

890 百萬瓦的沸水式反應爐(BWR)。
TVO 公司選擇法馬通公司設計的 1600 百萬瓦歐洲壓水式反
應爐，而德國西門子則負責渦輪機和發電機。TVO 於 2003 年 12
月與法馬通、西門子簽署了 32 億歐元(1005 億新台幣)的總包合約
，並於 2005 年開始建設，原計畫工程時間 4 年，可於 2009 年商
業運轉，但是工程遇到了各種延誤和挫折。
芬蘭政府於 2019 年 3 月頒發基洛托 3 號機的營運執照。芬蘭
核管單位 STUK 於今年 3 月頒發燃料裝填許可證。燃料裝填在今
年 4 月 1 日完成，原預計在 10 月啟動。但是又遇到推遲，要再進
行額外的渦輪機檢修和檢查工作，所幸一切正常。
現在機組終於啟動，未來幾天將逐步提高功率等級，在這過
程中將進行調試(簡稱熱測試)。TVO 表示，當功率達到 30%時，
就達到發電功率的下限，可以推動發電機了。預計此事將在明年
1 月底達成，預計 6 月時可升至 100%功率，屆時基洛托 3 號機將
供應芬蘭 14%的電力。
EPR 反應爐是法國法瑪通、法國電力公司（EDF）和德國西
門子公司共同設計開發，反應爐基礎設計壽命 60 年，每 2 年更換
一次燃料束。第 1 種使用 EPR 反應爐的是廣東台山核電廠，1 號
機於 2018 年 12 月進入商業運轉，2 號機在 2019 年 9 月商業運轉。
其他也使用 EPR 的電廠還在興建中，比如法國法拉曼維爾
核電廠(Flamanville Nuclear Power Plant)的 3 號機，2007 年始建，
目前預計 2023 年完工，2024 年運轉；英國欣克利角 C 核電廠
(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station)的 2 座反應爐，2018 年始建
，目前預估 2026 年完成 1 號機；2027 年完成 2 號機。

南非研究：感染 Omicron 住院風險低於 Delta 變異株

(本報訊)南非研究顯示，感染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
病）Omicron 變異株的人，住院和重症風險低於染上 Delta 變異
株患者，但作者表示，部分原因可能在於群體免疫力提高。
許多國家現在都把 Omicron 有多致命當作科學和政治辯論的
核心議題，各國政府努力思索如何因應 Omicron 擴散，研究人員
也忙著了解 Omicron。
南非這份未經同行評審的最新研究，把國內 10 月、11 月的
Omicron 感染數據，與 4 至 11 月的 Delta 感染數據做比較，試圖
評估疾病嚴重性。
參與分析的科學家來自國家傳染病研究所（NICD），以及
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瓜祖魯那他大學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等重要院校。
他們使用 4 種數據來源：全國通報給 NICD 的病例數據、數
間公部門實驗室、一家大型民間實驗室，以及全國公私營診斷實
驗室送給 NICD 的臨床樣本基因組資料。
作者發現，感染 Omicron 的住院風險比 Delta 低了 8 成左右，
住院者的重症風險則低了 3 成。然而作者也納入數項警告，提醒

大家別對 Omicron 的本質妄下結論。
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醫學教授杭
特（Paul Hunter）形容，南非這份研究很重要。他說，這是第一
份以預印本形式問世、且適當進行的 Omicron 與 Delta 嚴重性比
較研究。
但杭特也說，研究一大缺點在於比較的時段不一樣， 「所以
即使 Omicron 病例住院可能性低於 Delta 病例，還是不可能解釋
這是不是因為（變異株）本身致命性有差，或者是不是因為 11
月群體免疫力高於今年稍早」。
NICD 教授柯恩（Cheryl Cohen）則在所上科學家召開的記
者會上說，南非的最新研究，加上國內第 4 波疫情的住院和死亡
數據，暗示 Omicron 重症風險低於之前的變異株。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上週公布的大
型研究結果顯示，沒有跡象指出 Omicron 比 Delta 溫和，不過住
院資料依然非常有限。該研究尚未通過同行評審和發表在醫學期
刊上。
另外醫學專家表示，南非 COVID-19 新增病例近幾天顯著

下降，可能代表 Omicron 在南非造成的確診潮已經渡過高峰期。
雖然單日確診數字並不可靠，因為它們可能受到篩檢數量不
一、延遲通報和其他波動影響，但這些數字暗示 Omicron 感染潮
有可能迅速起落，不過現在還無法下定論。
南非全國 16 日的新增病例曾高達近 2 萬 7000 例，昨天已降
至約 1 萬 5424 例。
在南非人口最多的豪登省（Gauteng），新增病例更早開始
減少且持續下降。擁有 1600 萬人口的豪登省是最大城市約翰尼
斯堡（Johannesburg）和首都普勒托利亞（Pretoria）的所在地。
豪登省的病例從 11 月中旬開始迅速增加，從事基因定序的
科學家很快就發現高度突變的新變異株 Omicron，並於 11 月 25
日通報全世界。
根據篩檢結果，傳染力明顯更高的 Omicron 在南非快速變成
主流，自 11 月中旬起算，豪登省估計有 9 成 COVID-19 病例都
是 O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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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傳播！奧密克戎病例 3 天內翻番

倫敦進入緊急狀態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截至目前，89
個國家和地區報告了奧密克戎新冠變種
，社區傳播地區的病例數 1.5 至 3 天內就
翻了一番。在歐洲，英國奧密克戎確診
病例 24 小時內猛增 1 萬例，倫敦市長已
宣布進入“重大事件”緊急狀態，法國
總理卡斯泰也警告稱，奧密克戎正在歐
洲“以閃電般的速度傳播”。

國的奧密克戎確診病例達到 24968 例，較
24 小時前增加超過 1 萬例；感染奧密克
戎變種毒株的死亡病例則增至 7 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早前表示，除了西
南部地區以外，英國所有地區的奧密克
戎病例在不到兩天內增加了一倍，倫敦
的新增病例估計有 80%以上是感染了奧
密克戎變種毒株。
英國倫敦市長薩迪克· 汗宣布，倫敦
在歐洲“閃電”傳播
進入“重大事件”緊急狀態，以協助醫
倫敦進入緊急狀態
院應對奧密克戎變種毒株導致的疫情迅
到目前爲止，英國是歐洲地區奧密 速蔓延情況。
克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英國當局 18 日
法國總理卡斯泰也警告稱，奧密克
通報，截至當地時間 17 日晚上 8 時，英 戎正在歐洲“以閃電般的速度傳播”，

德國衛生部長警告稱
將出現大規模的第五波疫情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衛生部長勞特巴赫表示，新冠奧密克戎變異毒
株恐將導致新增確診病例數上升，預計德國將出現大規模的第五波
疫情。他強調，德國當前的目標是遏制疫情漲勢，抓緊時間完成加強針
接種，尤其是保護好高危人群。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
死亡人數分別爲 50968 人、437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6721375 人、死亡
107639 人。其中，該國官方用于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平均每 10 萬人七
日累計新增確診病例數”(發病率指數)當天回落至 331.8。需接受 ICU 重
症監護治療的患者較前一日減少 88 人，總數爲 4677 人。截至當天，德國
累計接種 1.397 億劑次新冠疫苗，共有 5830 萬人已完全接種，達該國總
人口數的 70.1%。
勞特巴赫當天到訪德國漢諾威的一處疫苗接種中心時作出上述表示
。爲鼓勵人們爲子女接種疫苗，擁有醫學博士學位和大學教授頭銜的勞
特巴赫當天特意在鏡頭前爲幾名兒童接種了疫苗。
勞特巴赫表示，由于奧密克戎毒株傳染性增強，即便在個案中表現
出的重症率較低，其仍構成重大風險。“死亡病例數或將在兩到三周時
間內維持在較低水平，然而一旦新增病例數上升，該毒株病死率較低的
‘優勢’便不複存在”。他進一步指出，這意味著醫院、重症病床和整
個社會都將面臨嚴峻挑戰。
“在感染奧密克戎毒株後，唯一能夠保護患者免于轉爲重症的
可靠手段就是接種加強針。”勞特巴赫當天再度呼籲公衆盡快接種
加強針。

樸槿惠首次公開獄中書信：
我已放下怨恨
綜合報導 正 在 首 爾 監 獄 服 刑 的 前 總 統 樸 槿 惠 即 將 公 開 其 獄 中
書 信 ， 制作成的新書將在月底出版。這也是樸槿惠首次公開其獄中
信件。書中主要記錄了樸槿惠獄中生活期間從支持者收到的信件及
自己回信內容，據說書名也摘自 2019 年 5 月某支持者的來信。
據韓媒披露，樸槿惠在該書序言中表示，回首當總統的時候，自
己在任何時候都處于連續緊張狀態，連自己都不知道，當時爲了國
民工作的時間是如何流逝的。但因爲自己曾經信任的身邊人的越軌
行爲，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打上積弊的烙印，爲此感到非常痛心。
最重要的是，與自己一開始就一同展開政治活動的人，卻將所有的
過錯都歸咎于自己一人，這讓自己感到人生的無常。
據報道，樸槿惠還談到自己現在的心情，認爲應該放下怨恨
別人的心態和委屈心理。樸槿惠對一封認爲彈劾不當的支持者來
信回信稱，“謊言能暫時蒙蔽人們的眼睛和耳朵欺瞞世上，但相
信隨著時間流逝，真相一定會顯露”。樸槿惠還通過律師對外表
示，很遺憾沒能對所有來信加以回複，感謝在自己最黑暗時期送
來激勵和喜愛的國民，“雖然不知道是什麽時候，但相信一定會
再次與你們見面”。

並可能在明年年初在法國占據主導地位
。而且，法國會對從英國入境的人實施
嚴格的旅行限制。
德國、愛爾蘭共和國和荷蘭 17 日也
宣布了額外的限制措施，以遏制這一趨
勢。
在愛爾蘭，三分之一的新病例是由這
種新變種引起的，愛爾蘭總理馬丁說，
他們預計“感染的速度將遠遠超過我們迄
今爲止看到的任何情況”。愛爾蘭酒店業
表示，從 20 日開始，酒吧、餐館、劇院
和電影院必須在當地時間晚上 8 點前關門
，這將對酒店業造成嚴重打擊。
荷蘭首相馬克· 呂特示，到明年1月，
奧密克戎可能會成爲該國的主要病毒，
就像法國一樣。荷蘭衛生專家表示，該
國應該進入“嚴格”封鎖狀態。

變種，社區傳播地區的病數在 1.5 至 3 天
內就翻一番。
世衛在最新消息中表示，奧密克戎
變種正在人口免疫水平高的國家迅速傳
播，但目前尚不清楚這是由于該病毒逃
避免疫的能力，還是因爲其固有的傳染
性增加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在首次被發現後不久，該機構于11月
26 日將奧密克戎變種列爲令人擔憂的變
種。目前，關于新變種的許多信息仍然未
知，包括它引起的疾病的嚴重程度。
“關于奧密克戎變種臨床嚴重程度的
數據仍然有限。”世衛說，“需要更多數
據來了解嚴重程度，以及疫苗接種和感染
後的免疫力如何影響嚴重程度。”
“迄今爲止，關于針對奧密克戎變
種的疫苗功效或有效性的可用數據仍然
有限，也沒有經過同行評審的證據。”
89 個國家和地區報告變種
該機構補充說。
3 天內病例就翻番？
世衛警告說，由于病例增加速度如
世界衛生組織 18 日表示，截至目前 此之快，某些地方的醫院可能會不堪重
，89 個國家和地區報告了奧密克戎新冠 負。“英國和南非的住院人數繼續上升

，鑒于病例數迅速增加，許多醫療健保
系統可能會迅速不堪重負。”
注射加強劑有助對抗新變種
仍有很多不確定性
此外，英國研究人員分析了新冠疫
苗加強劑對奧密克戎可能産生的影響，
稱它可以對重症提供約 85%的保護力。
加強劑仍可以讓許多人遠離醫院。
不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團隊所
做的模型是基于奧密克戎有限的信息。
研究人員表示，收集到更多這種迅速傳
播的新變種的真實信息前，仍存在高度
不確定性。
專家們仍在試圖弄清楚奧密克戎引
發的病情到底是溫和還是嚴重。
疫苗能幫忙教會身體如何對抗新冠
病毒。但目前使用的疫苗並不是爲對抗
嚴重突變的奧密克戎變種而設計的，這
意味著它們並不完美匹配。爲了避免這
種情況，英國人被建議注射增強劑，以
建立更高的抗體水平來對抗病毒。

多算幾百萬人！

CDC 高估美國疫苗接種規
接種規模
模
綜合報導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的疫苗接種數據存在較大誤差，
比實際數據多算了幾百萬人。對于這一
“烏龍事件”，美國多地政府衛生部門對
CDC 表達了強烈質疑。
據報道，上周末，CDC 將 65 歲及以
上人口接種比率從 99.9%“下調”至 95%
，而這距離 CDC 發布這項錯誤數據已過去
數周。CDC 此舉從某種程度上證實了一些
地方級衛生機構長期存在的一項質疑，即
聯邦政府過度誇大了首劑疫苗的接種比例
，而注射過第二劑或加強針、以及完全未
接種的人口卻被“算少了”。
CDC 統計顯示，全美目前有 2.4 億人
口完成了首劑注射，相當于該國總人口的
72.5%；兩劑疫苗完整注射的人口爲 2.03 億
，約占總人口的 61.3%。而多地衛生部門
表示，這兩組數據差值過大，不太可能有
高達 3700 萬人打了第一針卻不打第二針。
據了解，歐盟國家首劑接種和完整接種的
比率僅差 2.6%。
隨著伊利諾伊州、賓夕法尼亞州和西

弗吉尼亞州完成數
據校准，CDC 的計
算誤差遭到“實
錘”。以賓夕法
尼亞州爲例，完
成 首 劑 注射的 65 歲
及以上人口被 CDC 多算了 85 萬人。而在伊
利諾伊州，高達 73 萬完整接種人口卻未被
計算在內。爲此，多地衛生部門向 CDC 給
出“差評”：費城公共衛生局發言人加羅
表示：“我們對 CDC 官網的數據沒有任何
信心，我們也不會去參考這些信息。”與
此同時，明尼蘇達州、科羅拉多州和新澤
西州等地已經敦促 CDC 對其接種數據進行
校正。據推測，全美可能有高達數百萬未
接種人口被 CDC 誤當成“打完一針”的人
群。
另一方面，美國新冠疫苗的接種工
作仍處于“瓶頸期”，未接種的三成國
民仍對疫苗抵觸情緒強烈，其中包括大
批社會一線工作者。據了解，疫苗産品
倉促審批、上市所引發的産品安全性質

疑是他們拒絕接種的主要原因。過去數
月間，一些制定強制接種政策的行政區
或相關行業已經對“頑固分子”采取了
不少強硬手段：比如，洛杉矶聯合學區
本 月 解 雇 近 500 名 校 職 工 ； 紐 約 州 某 醫
療系統解雇 1400 多人。截至本月中旬，
全美有 51 家醫療機構出現大規模裁員或
離職，均與疫苗接種有關。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稱，美國軍方
近期也開始對拒絕服從接種命令的官兵采
取紀律處分。有統計顯示，全美多達 2 萬
名軍人有可能被部隊開除。本月 16 日，美
國海軍陸戰隊已經開除 103 人，空軍方面
開除 27 人。陸軍方面將在明年 1 月開始
“裁員”，超 2700 名未接種士兵已受到批
評警告。

塔利班重新恢復發放護照 呼籲海外阿富汗人回國
綜合報導 阿富汗塔利班宣
布，從 19 日起，恢複在喀布爾
爲民衆發放護照。與此同時，
塔利班政權也呼籲全球的阿富
汗人能返國，加入重建阿富汗
的隊伍。
據報道，阿富汗護照服務
負責人阿拉姆· 古爾· 哈卡尼 18

日表示：“12 月 19 日起，將在
三個地區開始發放護照，這當
中包括喀布爾”。
護照中心自塔利班 8 月中
旬掌權以來一直處于關閉狀態
，該服務曾經在 10 月短暫重新
開放過，但大量的申請導致技
術問題的出現，塔利班政府不
得不在幾天後叫停
該服務。
阿拉姆· 古爾·
哈卡尼表示，現如
今“所有技術問題
都解決了，生物識
別設備也得到了修
複”。他補充說，
護照將首先發給那

些已經提交了申請的人，而新的
申請將從明年1月10日起受理。
法新社分析認爲，恢複發
放護照，是對塔利班善意的一
場考驗：塔利班向國際社會做
出承諾，讓持有有效簽證並希
望離開的同胞離開。
聯合國表示，阿富汗正面
臨“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
災難之一”，預計這種災難會
隨著冬季的到來而惡化。聯合
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饑
荒的雪崩”即將到來。塔利班
政權呼籲解凍資金，以振興經
濟並對抗饑荒。
18 日，塔利班政府副外長
謝爾· 穆罕默德· 阿巴斯· 斯塔內

克紮伊再次呼籲聯合國向美國
“施壓”，要求美國對其遭凍
結的 95 億 美 元 阿 富 汗 央 行 儲
備進行解凍。他還在喀布爾
舉行的“國際移民日”儀式
上，呼籲 居 住 在 國 外 的 阿 富
汗人返國，稱“現在戰爭已
經結束”，“邀請並鼓勵所有
人回到阿富汗，甚至包括我們
的政治對手”。
一同出席活動的阿富汗難
民部負責人哈利勒· 哈卡尼則認
爲，國際人道主義組織應幫助
難民返回。他解釋道：“難民
營中的阿富汗難民處境非常糟
糕，他們必須回到阿富汗並在
這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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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難當前
拜登 「不懷好意
不懷好意」」 感謝川普
（綜合報導）在可能出現另一波新冠肺炎（COVID-19）
大規模疫情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1 日罕見地感謝前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稱追加劑疫苗可能是兩人 「少有
的共識之一」；川普 19 日才在造勢活動中承認自己已接種第 3
劑疫苗，引發台下共和黨支持者的噓聲。
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2 日報導，拜登在針
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公開演說中，罕見地稱讚川普，稱兩人
都已接種追加劑疫苗，代表其重要性可能已成為雙方 「少有的

共識之一」，呼籲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支持者都應加入接種
行列。拜登也感謝川普政府的努力，使美國成為全球最早獲得
疫苗的國家之一。
追加劑疫苗 19 日才成為川普的政治麻煩，因為他當天在德
州大城達拉斯（Dallas）的造勢活動中，承認自己已接種第 3 劑
疫苗，遭台下共和黨支持者給予噓聲。CNN 指出，川普在職
時雖持續支持疫苗開發，但他卻很大程度上拒絕鼓勵美國民眾
接種，如未公開自己接種疫苗的畫面以吸引支持者跟進等；且

川普 9 月接受《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訪問時
，曾說自己狀況良好， 「可能不會接種追加劑疫苗」。
美國近期確診病例再度飆高，且耶誕假期來臨，讓外界擔
憂將爆發下一波大規模疫情。且 CNN 透露，川普執政時期通
過的 5.7 兆美元（約新台幣 158.5 兆元）新冠肺炎疫情補助金，
目前已用掉 86%，若拜登政府未做好準備，Omicron 變種病毒
可能成為許多美國中小企業的 「最後一根稻草」。

美國發布烏克蘭 「旅遊警示」
擔心俄國可能軍事入侵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在 12 月
20 日發布烏克蘭的旅遊警示，理由包
括 COVID-19 疫情，以及俄羅斯的軍
事威脅。美國情報部門認為，俄國在
邊境增兵達 17 萬，可能隨時入侵烏克
蘭。
防衛部落格(Defense Blog)報導，
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說： 「美國公民
要了解俄羅斯可能隨時對烏克蘭採取

重大軍事行動，當地有明顯的安全危
機，特別是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
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東部，局勢很難
預測，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惡化。」
該部門表示，前往烏克蘭的美國
公民必須意識到，一旦局勢升級成軍
事衝突，美國大使館、領事館都不一
定能維持原有業務，屆時美國公民想
離開烏克蘭可能有困難。

西方情報部門和烏克蘭都認為，
俄國可能在 2022 年入侵烏克蘭。烏克
蘭國防部長歐列克謝•列茲尼科夫
（Oleksiy Reznikov）表示： 「我推測
的入侵時間是在 1 月底。」
美國情報部門表示，以俄羅斯增
兵的速度，到明年 1 月，在邊境的部
隊可能達到 17 萬 5 千人。

陸印邊界衝突 華府得利？ 官員：不，時機不巧
（綜合報導）時事新聞雜誌《外交政策》近日引述美資深
國防官員說法，指出儘管中國大陸與印度的衝突，讓美國與印
度關係走入前所未見的深水帶；但是，危機發展迄今，俄國在
烏克蘭邊境大軍集結，北京頻頻派出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
(ADIZ)，並增加對台政治、外交與經濟壓力。此時若中印邊界
再生爭議，不免讓美方手忙腳亂。
※美方：時機不巧
文中指出，大陸在中印邊界的集結不免讓五角大廈憂心，
畢竟這將帶給拜登政府困境。特別是，此時此刻國際體系情勢
正不利於美方。包括俄國已在烏克蘭邊界集結 11.5 萬大軍。雖
然美國一再重申，除非俄國發動入侵，否則不會像基輔提供軍
事援助；但別忘了，大陸同時也對台灣不斷提升壓力，此時再
多一個引爆點，只會讓拜登政府的注意力更為分散。
不過，在 2020 年 5 月北京與新德里發生齬齟時，美國政府
仍 「快速而有力地」在中印混亂衝突中選擇支持印度。當時，
北京反對在爭議區中修建公路，而大陸與印度軍隊隨後則展開

激烈肉搏戰。雙方爭的是阿克賽欽（Aksai Chin）。衝突甚至
可追溯至 1960 年代，當時兩國為此開戰。
※加強共軍動態交流
對美方來說，歷經多個政府示愛之後，中印之間的僵局讓
華府與新德里拉近距離。目前仍不確定國務院與五角大廈是否
會向印度運送更多武器與裝備；但美軍資深官員證實，華府與
新德里正展開各個領域的接觸。另 1 名印度官員則透露，美國
更積極地分享關於北京詳細動態的情報。
雖然美方與印度都還是希望以外交解決爭執；但美國國會
中部分人士仍不免將危機視為美印加深關係的絕佳機會。民主
黨籍眾議員薛曼（Brad Sherman）表示， 「中國對印度拉達克
的侵略加劇，只會凸顯為何美印的合作對兩國利益如此重要」
。
他補充， 「印度是美國天生的夥伴，雙方共享共同的民主
價值觀。也因此，當北京侵略不斷地升級時，美方深化與印度
現有國防及安全接觸相當重要。特別是過去與未來中國可能對

拉達克區的侵略，印度將感謝美國的支援」。
※目光由巴基斯坦轉向北京
事實上，雖然印度傳統的安全威脅來自巴基斯坦；但在過
去兩屆美國政府中，印度官員愈來愈感受到北京產生的威脅─
專家更直指北京在邊境地區的立場愈來愈強硬。
最終，主權讓北京在邊界問題上態度愈來愈強硬，也難有
彈性空間。阿育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梅能（Shivshankar
Menon）近日就表示， 「北京決策必然出自政治與戰略原因，
不太會僅僅因為戰術考量，但這讓中印爭端死結難解。畢竟，
雖然北京將邊界界定為歷史紛爭，並留下讓步與談判空間；但
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史密斯(Jeff Smith)總結，
大陸領導階層最終會發現，印度不可避免的會向西方靠攏。不
管怎樣都對北京不利，那為何還要假裝雙方友好。

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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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家庭卡拉 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卡拉OK伴唱設備
北美獨家總代理 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 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 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智能音樂系統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安防設備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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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
17.
1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www.hdaudiosystem.com
為您省心省力。
24806ScarlattiCantataDr Katy TX 7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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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官員當眾示範籲多喝牛奶

台風“雷伊”橫掃菲律賓 8 度登陸
8.3 萬家庭 33 萬余人撤離災區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家氣象局(PAGASA) 通 報 ， 3 時 10 分 左 右 台 風 “ 雷 伊 ”
在 巴 拉 望 羅 哈 斯 (Roxas, Palawan) 再 次 登
陸，最大持續風速爲每小時 150 公裏，
中心陣風高達每小時 205 公裏。“雷伊
” 自 16 日 首 次 在 棉 蘭 老 島 北 蘇 裏 高 省
(Surigao del Norte) 的 度 假 島 嶼 錫 亞 高 島
(Siargao) 登 陸 以 來 ， 沿 著 棉 蘭 老 島 、 米
沙耶群島向西北方向橫掃菲律賓，先後
8 次登陸。
目前，巴拉望挂 3 號風球，西米沙
耶群島和呂宋島南部地區仍受“雷伊”
影響。
菲國家氣象局表示，“雷伊”是今
年 第 15 個 登 陸 菲 律 賓 的 台 風 ， 也 是 今
年登陸該國最具威力的台風之一。16 日
首次登陸時，台風中心附近最大持續風
速達到每小時 195 公裏，陣風高達每小
時 270 公裏。“雷伊”往菲律賓中部移
動的同時，在棉蘭老島降下傾盆大雨，

迫 使 超 過 10 萬 人 離 開 家 園 。 預 計 未 來
24 小時內，米沙耶群島、巴拉望省北部
有發生 3 米高風暴潮的風險，可能引發
危及生命的洪水。
17 日，菲律賓武裝部隊表示，已出動
部隊協助災區民衆，在台風前從米沙耶群
島、棉蘭老島撤離 8.3 萬余家庭 33 萬余人
。菲空軍和海軍隨時待命，以支持國家和
地方減災和管理委員會等。菲國家減災和
管理委員會(NDRRMC)通報，多地的受災
人數正在統計中。已證實“雷伊”導致多
地電力及通訊信號中斷。
菲律賓公共工程和高速公路部(DPWH)報道，“雷伊”在米沙耶群島和棉蘭
老島造成的基礎設施損失，初步估計超過
1.78 億菲律賓比索。
截至當天下午 1 點，菲首都馬尼拉以
及國內多個機場 108 個航班因台風取消。
菲國家氣象局預計，“雷伊”將于 18
日離開菲律賓責任區。

柬埔寨嚴查逃稅車
違者將面臨嚴懲

5000 噸生牛奶或被傾倒？

綜合報導 由于牛奶和乳制品原
料鮮奶供大于求，可能導致在年末
年初出現大量廢棄的情況，日本農
相金子原二郎 17 日呼籲擴大牛奶等
的消費。他當衆飲用了鮮奶原料制
作的酸奶飲品，並表示“希望大家
能比平時喝更多的牛奶，或做菜時
多使用乳制品”。
報道指出，日本奶農行業因曾
出現嚴重的黃油短缺而增加了鮮奶
産量。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下餐飲
店等的需求下滑，在沒有學校供餐
需求的過年前後可能會出現剩余。
除了積極消費牛奶外，金子
還建議人們把牛奶用于火鍋料理
或奶油炖菜。農林水産省爲刺激
消費，公布了搞笑藝人喝牛奶呼
籲消費的視頻，以及使用牛奶的
和食菜譜。
據此前報道，日本乳業團體
“J-milk”估算，受日本國內奶制品
需求減少和生牛奶産量增加影響，
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大約 5000 噸
生牛奶可能因滯銷而遭傾倒。日本
廣播協會(NHK)電視台報道稱，因消
費低迷，2006 年曾有 900 噸生牛奶
被傾倒。

綜合報導 從 2022 年 1 月起，柬埔寨政府將嚴
查偷稅逃稅車輛，違者將被法辦，公職人員逃稅將
被免職。
柬埔寨海關總局局長坤甯強調，將在金邊
市和全國各省開始嚴查偷稅逃稅汽車，特別是
懸挂王家軍和國家警察總署車牌的車輛。車主
必須在本月月底前依法納稅，否則將面臨嚴重的
法律後果。
今年 9 月初，柬埔寨海關總局開始取締懸挂王
家軍或國家警察車牌的偷逃稅車輛，截至 11 月，
已取締 1640 輛車，車主依法繳納進口稅，政府從中
獲得 1730 萬美元稅收。
此前，柬埔寨財經部已經制定有關使用政府車
牌、王家軍車牌和警察車牌的詳細清單，以進一步
采取征稅措施，同時要求各地政府須積極配合海關
的工作。
柬埔寨政府警告各級官員切勿染指逃稅車輛，
相關工作組若發現政府官員、部隊軍官、國會議員
、參議院議員涉嫌使用逃稅車輛立即向首相府彙報，並采取措施對
其免職、開除黨籍。
坤甯估計，目前尚未依法繳納進口稅並懸挂王家軍、政府和警
察專用車牌的交通工具共有 1 萬輛，包括豪華轎車、客車、貨車和
運土車等。爲鼓勵尚未納稅的車主主動繳稅，柬埔寨海關總局提供
“稅務優惠”，向在 12 月 31 日前繳稅的車主提供 10%稅務折扣獎
勵。
此外，柬埔寨政府還規定，未在財經部注冊，使用政府、王家
軍和警察車牌的所有私家車 2022 年起需繳納養路稅。

日本大阪火災疑似縱火犯昏迷重傷
死亡人數升至 24 人
綜合報導 日本大阪市北區北新地
的一棟 8 層樓建築 17 日上午發生火災
，有 27 人因心肺功能停止被送醫。大
阪府警方當天晚上透露，已經確認其
中 24 人死亡。警方根據現場目擊信息
等，認爲起火前不久到 4 樓診所的一
名男子“放了火”，有殺人及縱火等
嫌疑。警方將調查案件原委，加緊確
認遇難人員身份。
據辦案人員透露，被懷疑縱火的
男子未死亡，已被送往醫院，處于重
傷昏迷狀態。另外 2 人的情況不明。
4 樓入駐的是“西梅田心理與身體
診所”。日警方表示，有目擊消息稱
在設有接診處的門口附近，“拿著紙
袋的五六十歲男子在暖氣機附近放下
紙袋並踢倒，流出的液體著了火”。
男子可能是在火災發生前不久乘電梯
進了診所。

死亡的 24 人年齡爲 20 歲到 60 多
歲，分別是男性 14 人和女性 10 人。余
下 3 人是涉嫌縱火的男子以及 2 名年輕
女性。另有1名被送醫的20多歲女性，
受了輕傷。據診所院長的家屬介紹，
還未能與院長聯系上。
靠近診所電梯的門口附近火勢很
大，裏面的人可能無法逃走，被卷入
了火災。
據大阪市消防局介紹
，2019 年 3 月實施的最近
一次消防定期檢查中，整
棟樓未發現在防火上存在
疏漏。從該樓的層數和面
積等來看，法律上沒有必
須安裝自動灑水滅火器的
義務，實際上也未安裝。
當地時間 17 日上午
10 點 18 分，日本 119 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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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警稱，北區曾根崎新地的“堂島北
”大樓“4 樓在燃燒”。診所面積爲
79 平方米，其中 25 平方米過火。上午
10 點 45 分前後，火基本被撲滅。下午
5 點 04 分，火完全被撲滅。
接到消防部門的要求後，大阪府
當天上午派出了災害派遣醫療隊
(DMAT)負責救治重傷人員。知事吉村
洋文透露了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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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刀未老 中國男雙何濟霆
德國漢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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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前消防員從河中打撈落水馬
中國男雙何濟霆//譚強勇闖羽毛球世錦賽決賽

英國大本鐘翻新工程即將完工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
，大本鐘周圍的腳手架被拆除
大本鐘周圍的腳手架被拆除，
，翻新工程即將
完工。
完工
。這是英國國會大廈一項重要的翻新工程
這是英國國會大廈一項重要的翻新工程。
。

山西太原發現距今 5000 多年史前
新石器時代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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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青城山古建筑群
道教名山，有天下幽之美誉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四
川都江堰因这两处吸引了无数人来寻山
访水，求仁启智。
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
西南，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有天下
幽之美誉，是我国道教发源地之一。相
传东汉张道陵（后称张天师）曾在此修
炼，道教称此山为“第五洞天”。全山
树木葱茂，青翠满目，鸣泉飞瀑，清冷
怡人。山中有 8 大洞、72 小洞，道家宫
观，遍布其间，由下而上，建福宫、天
师洞、祖师殿、上清宫等。2013 年 3 月
，国务院公布青城山古建筑群为全国第
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都江堰是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
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在
都江堰建成以前，岷江江水常泛滥成灾
。公元前 256 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
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
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后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成为“天府之国
”，这项工程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
，被称为“活的水利博物馆”。
青城山古建筑群依山乘势，不拘不
羁；亭台轩榭、石桥古道多就地取材不
加雕琢，与山水完美融合。随处可见的
楹联匾额、书画题词和诗文碑刻，以及
优美的神话传说，更是点景抒情，为这
座名山增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这里的
很多雕刻也都不拘一格，别有生气，令
人眼前一亮。
诗圣杜甫来到青城山就写下了“自
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
丹梯近幽意”的佳句。这一抹千年才思
积淀下的人文气息，正是青城山最美的
色彩。
天师洞（常道观）
天 师 洞 始 建 于 隋 大 业 年 间 （605
年-618 年），名延庆观；唐代改常道观
，宋称昭庆观，清代始用今名。因传说
东汉张陵在观后的洞窟结茅传道，故俗
称天师洞。现存建筑主要系清光绪及民
国年间重建，占地面积 8132.5 平方米，
建筑面积 5749 平方米。天师洞背靠一面
绝壁，其它三面均为深壑，建筑群坐西
向东，不强调中轴线，依地势和使用功
能在总体上分为四个区域，在纵向和横
向布置成十多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
气氛有别的院落，由曲折环绕的石道连
接成一座完整的古建筑群。
三清大殿供奉三清神像，殿后石壁
刻有青城山 108 景图。再后为供奉轩辕
黄帝的黄帝祠，祠右三皇殿，有背刻
“唐开元十一年”铭文的伏羲、神农、
轩辕石像各一尊，神座前有开元十二年
（724 年）唐玄宗解决青城山佛道争端
的敕诏书碑《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碑》
。黄帝祠后为倚崖而建、别具一格的天
师殿。
天师洞景色、建筑、文物为全山之
冠，历代名人书画、碑刻、匾联数以百
计，四面古木参天，掩映着降魔石、六
时泉、洗心池、掷笔槽、上天梯、听寒
亭等古迹，多条山路在此汇合。天师洞
古建筑群的结构形制神殿为混合式木梁
架（主殿为木石混用）、歇山顶，厢房
及其它功能建筑为穿斗式木梁架、悬山
顶，均为小青瓦屋。建筑材料采用本地
常见的木、石、砖瓦等。
朝阳洞
朝阳洞位于青城山朝阳顶东南绝壁
下，洞穴有二，分别为大、小朝阳洞，
两洞间相距 5 米，均面向东南。朝阳洞
宽 32.15 米，高 4.36 米，深 24.2 米；小朝
阳洞宽 11.0 米，高 3.2 米，深 5.3 米。清
光绪年间黄云鹄在此结茅居住，题诗和
纪事于小朝阳洞石壁，现代画家徐悲鸿

亦题有一联。洞口接搭木结构树
皮屋面建筑，顺绝壁横向展开，
朴素无华、十分自然，占地面积
约 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0 平方
米。
上清宫
上清宫是青城山海拔最高的
一座古建筑群，始建于晋，五代
王衍重建，现存建筑是清同治八
年（1869 年）再建。建筑群坐西
向东，顺等高线横向展开，形成
三区六个院落，占地面积 6645.6 平
方米，建筑面积 4202 平方米。中
心区沿轴线依次为山门，右茶楼
，左斋楼，三官楼，南、北楼，
三皇殿。
山门为石券拱城楼式、重檐
歇山顶，石作素面台基、25 阶垂
带踏道；南区有道德经殿，木板
壁刻《道德经》五千言；殿前有
二井，名“鸳鸯井”；北区有文
武殿（剑仙楼），供奉孔子、关
羽，两旁有张大千等绘王母、麻
姑、三丰祖师、花蕊夫人画碑和
黄云鹤诗碑；文武殿下侧一池，
半月形，池深数尺，名天池，传
为麻姑浴丹处，故又名麻姑池。
上清宫至第一峰路侧有玉皇坪
，坪内有前蜀王衍行宫遗址，础石
尤存；左侧岩上有清黄云鹤题字
“天下第五名山”，字高 2 米，笔
力苍劲；宫前有复仇谷、旗杆石、
碓窝坪、跑马坪等明末张献忠农民
起义军遗迹；周围还有观日亭、呼
应亭、圣灯亭，是看日出、观云海
、夜赏神灯的佳处。
真武宫（祖师殿）
祖师殿创建于唐，名清都观
、洞天观，清乾隆十七年重建，
改称真武宫，现存建筑为清光绪
年间（1875 年-1908 年）所建，因
又供奉三丰祖师，俗名祖师殿。
庙宇背倚轩辕峰，面对白云溪，
地极清幽；传说唐玉真公主曾在
此修道；唐人杜光庭、薛昌，宋
人张愈曾在此隐居。
建筑群占地 1840 平方米，建
筑面积 303 平方米，坐西向东，四
合院布局，沿轴线依次为山门、
三官殿及左右厢房，建筑形式为
穿斗式木梁架、悬山顶。三官殿
面阔三间 12.6 米，进深三间 7.7 米，高
6.49 米。建筑群右边跨出台地部分，采
用了一列吊脚楼支承。殿侧有亭，名
“闻胜”，1945 年 8 月，寓居于此的爱
国将领冯玉祥闻日寇投降，喜不自胜，
捐资建亭，并题名立碑。建筑群内还有
云松塔、薛昌浴丹池、杜光庭读书台等
古迹，存有清乾隆十七年及同治间匾额
各 1 道，清龙蛇诗碑 1 方。
圆明宫
圆明宫始建不详，重建于明万历年
间（1573 年-1620 年），称清虚观，清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重建，改称圆
明宫。占地面积 3971.5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800.3 平方米，建筑形式为穿斗式木
梁架、歇山顶。建筑群依山势和使用功
能从纵横两个方向展开，分为三个区 85
间房舍。
中央一组是殿堂区，依次为灵官殿
、斗姆殿、三官殿及左右厢房；左边一
组是大片客房及后勤用房；右边一组是
贵宾用房。入口顺应地形与山道位置，
偏于左前部，构思奇巧，协调自然。宫
内古木成林，浓荫蔽日，庭院内遍植四
季花卉，更显清静幽雅，山间小道从宫
北面由东而西穿过。主殿三官殿，明间

抬梁式木构架，次间及稍间穿斗式木梁
架，悬山顶，小青瓦屋面，前后均有副
阶；面阔五间 22.6 米，进深三间 11 米，
通高 9.45 米；因其常年难有灰尘，故又
被称为“无尘殿”。斗姆殿，明间抬梁
式木构架，次间及稍间穿斗式木梁架，
悬山顶，小青瓦屋面，前后均有副阶；
面阔三间 13.22 米，进深五间 10.97 米，
高8.54（柱高4.52）米，台基高0.97米。
玉清宫
玉清宫古名天真观，早废，1938 年
成都两仪慈善会重建，改称玉清宫。建
筑群坐西向东，占地 102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697 平方米，建筑结构为穿斗式木
构架，歇山顶，是川西地区典型近代建
筑之一。殿宇两重，依次为灵祖殿、纯
阳殿。纯阳殿两旁各有一小天井，与大
院只一门之隔，殿内祀吕纯阳、丘长春
；下为灵祖殿，建筑在一个 3 米高的台
阶上，面阔三间 13.86 米，进深四间 9.76
米，通高 6.84（柱高 3.9）米。
正面敞开，两侧厢房与殿宇连接，
构成一个浅的三合院，厢房山墙加设一
段短廊，此三者均可俯瞰山下平川，形
成一组观光平台，短廊屋顶两端为 45°
锐角披檐，形象生动。宫内有清代及民
国石刻十余方。宫左侧有天然莲蕊石，

形如莲花；宫后一泉，泉水清澈，四时
不竭；宫后有小道，西行里许可达丈人
峰，登峰眺望，后面青城诸峰，前面千
里平川，尽收眼内。
“天然图画”枋坐西北向东南，横
跨游山道，占地面积 11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65.8 平方米。枋为穿斗式木梁架，
重檐歇山顶，面阔三间 8.35 米，进深一
间 2.8 米，通高 6.35 米。枋前左有厢房
，右是长亭式建筑“驻鹤庄”，抬梁式
木梁架，悬山顶，面阔三间 6.95 米，进
深一间 3.42 米，高 4.3 米。
五洞天及接仙桥
五洞天为砖砌筑三重檐牌坊式建筑
，也可算天师洞的第一道门。上依岩岭
，下临深谷，四周古木参天。接仙桥，
始建不详，清代重建。桥为条石砌筑单
拱桥，宽 3.5 米，长 14.1 米，跨长 5.25
米，高 4.7 米，面积 49.35 平方米；两侧
桥栏高 0.8 米，内嵌石刻浮雕图案各 9 幅
；两端分置垂带踏道，前 12 级、后 13
阶。
凝翠桥
凝翠桥位于建福宫至天师洞之间的
游山石道上，是我市典型的古桥之一。
桥北依岩壁，下临深壑，四周古木参天
，林荫蔽日。始建不详，清光绪二十六

年重建。桥西北-东南走向，为木结构
单墩、廊式桥，长 9.3 米，宽 2.4 米，面
积 22.32 平方米；木质桥板，距沟底 3.55
米；桥廊为茅亭类建筑，抬梁式木梁架
，歇山顶，树皮屋面，高 4.21 米；两侧
置飞来椅作桥栏，靠高 1 米。
山荫亭
山荫亭位于青城山景区天然图画至
天师洞之间，西距天师洞 1.2 千米，东
离“天然图画”100 米，是青城山最具
代表性的“茅亭”建筑之一。建于民国
二十九年（1940 年），占地面积 42 平
方米，亭边长 2.05 米，对角线 5.36 米，
建筑面积 26.8 平方米。抬梁式木梁架、
八角重檐攒尖顶，树皮屋面。
青城山古建筑兼有宗教性建筑、纪
念性建筑和游览性建筑的特点，是风景
、建筑和文物古迹的综合统一体，是我
国建筑艺术宝库重要的一部分。
古建家园--古建中国以线上+线下模
式，建筑+互联网+文化，传承与发扬建
筑文化，把传统优良文化植入到建筑材
料中，让建筑从源头上有文化，将中华
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科学技术
古今结合、中西融合，应用于现代建筑
行业，倡导将优良的传统文化走入大众
的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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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都市大學商學院的華麗蛻變

【美南新聞王潔】休斯頓都市大學成立於
1974 年 ， 如 今 已 有 47 年 的 歷 史 。 目 前 學 校
15000 學生有餘。目前設立了四個學院，商學院
，科學技術，公共政策學院和人文學院。
商學院就是其中的一個分支。其實早年間
，商學院只是一個社區大學，經過多年發展，
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個容納 4000 學生有餘的全方
位國家認證的商學院。
休斯敦，是美國德克薩斯州的第一大城，
全美國第四大城市，墨西哥灣沿岸最大的經濟
中心。而休斯頓都市大學作為商業學術領地，

一直在為社會源源不斷的輸入人才，目前商學
院的畢業生已成就於各行各業，有自主創業，
有被國家知名企業聘用，領導著新時代。目前
，休斯頓都市大學的本科已發展為九個專業方
向。在 2020 年還設立了研究生有碩士認證的學
位選擇，畢業後有資格參加 CPA 的考試。休斯
頓都市大學目前已獲得 AACSB（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認證，全
美只有 5%的學校被該權威組織認證過。這對於
休斯頓都市大學來講是一個重大突破。
2018 年 Gengler 博士正式加入休斯頓都市大

學，為商學院注入了活力，帶領教師團隊進入
了一段快速晉升時期，鼓勵並給予教授充分做
研究的時間。與此同時，Gengler 博士還加強了
學校與亞洲商會，澳大利亞商會，西班牙商會
，越南商會等經濟文化平台，為學生提供了眾
多實習機會，為畢業生開闊了就業空間。如今
，CITY BAUER 基金會每年也會為商學院提供
贊助，為 20-30 人完成學業夢想，目前已為 80
位學生提供了這樣的平等教育機會。這項舉措
不僅促進了學校學術平等，還契合了學校的多
元化文化理念。

據 Gengler 博士介紹，目前正在著手啟動一
系列項目，雙語教育計劃、畢業前夕的工作諮
詢指導服務等，深受學生們的支持和喜愛。目
前，學校亞裔只占到學校人數的 11%，學校希
望未來可以接納更多的多元外來文化，為學校
開拓更豐富的國際視野。

橋社新聞

聖誕快樂，子天訪談錄碩果累累

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 新年伊始一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市議員阮丹尼
Danny Nguyen 重磅推出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 Pearland 市長、密蘇里市 Missouri 市長、凱蒂 Katy 市長、里士滿 Richmond 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人華
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權威資訊帶到了千
家萬戶。梨城 Pear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
說：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
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在 2
月農曆新年寒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 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Gene Wu 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積停電做了
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
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
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
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
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
讓民眾了解了美國聯邦
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
；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
長 和 Metro、 亞 裔 餐 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
送熱食、新鮮蔬果、
PPE 及水的報導則凸顯
人人受災，人人相助的
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
僑不再孤單。

子天 Sky 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
際電視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
了休斯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
台新聞，30 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
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 Southern news TV 在世
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 15.3 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 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頓，
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 LED 電子屏
，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 sky

德州火熱商業用地推薦。
聯繫人：Sky Dong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tianzidon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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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唯一获得
国际HACCP食品
安全认证的绿蜂胶

特价蜂暴
官网限时抢购享全网最低价
活动详情请致电:1-866-690-488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亚太区唯一合法总代理商★ 北美免费长途: 1-866-690-4888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订购网址: www.bpropolis.com Email: service@bpropolis.com

A12

